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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地区部分无线电探空仪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探空资料的基础上，对Ｂｅｖｉｓ回归公式在中国地区的适

用性进行了验证和分析。结果表明，利用Ｂｅｖｉｓ回归公式得到的水汽加权平均温度犜犿的精度与测站的海拔

高度间存在着很强的线性关系。根据这种相关性，对其进行与高度相关的改进，改进后的回归公式可以应用

于中国任何地区的水汽加权平均温度的计算。

关键词：水汽加权平均温度；地基ＧＰＳ气象学；可降水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水汽是大气中活跃多变的成分，它的分布极

不均匀，时空变化很大。水汽的相位变化与降水

直接相关，在大气能量传输和天气系统演变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１］。水汽还是大气中重要的长

波辐射和吸收物质，对地气系统的辐射收支及全

球气候变化也有重要的作用［２，３］。自从１９９２年

Ｂｅｖｉｓ等
［４］提出利用ＧＰＳ技术探测大汽水汽含量

的原理以来，ＧＰＳ技术作为一种新的遥感探测技

术应用于水汽探测方面，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

果［５８］。

当ＧＰＳ卫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在穿过对流

层时，要受到对流层折射的影响而使信号产生一

定的时延［４］。对流层在天顶方向引起的总延迟

（ｚｅｎ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ＺＴＤ）包含天顶静力学延迟

（ｚｅｎ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ｌａｙ，ＺＨＤ）和天顶湿延迟

（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ＺＷＤ）两部分。其中，ＺＨＤ可

以通过地表大气压（犘狊）以很高的精度获得。从

ＺＴＤ中减掉ＺＨＤ的部分，就得到了与大气中水

汽相关的ＺＷＤ的部分。ＺＷＤ是大气温度和水

汽剖面的函数，当得到了ＺＷＤ后，只需要一个转

换系数，就可以得到天顶方向上的可降水量［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ＰＷＶ），而这个转换系

数中关键的一个参数就是水汽加权平均温度

（犜犿）。

目前，地基ＧＰＳ技术在气象学上的应用还仅

限于小区域范围内的应用，并没有综合利用全球

越来越多的ＧＰＳ站点。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无法获得由ＧＰＳ延迟参数转化到大气可降水

量的全球范围内的犜犿
［１０］。精确的犜犿的计算需

要大气中的温度和水汽的廓线信息，但这通常是

很难获得的。目前比较常用的一种计算犜犿的方

法是利用探空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它与

地表温度犜狊之间的关系
［１１］。Ｂｅｖｉｓ

［４］等利用美国

１３个测站２ａ的数据确定了一个回归关系，这一

关系目前仍广泛应用于中纬度地区大气可降水量

的计算中。

由于Ｂｅｖｉｓ回归公式是利用美国部分测站所

确定的对应关系，因此，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地区还

需进一步确定。本文利用中国地区８６个测站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的无线电探空资料，对各个测站的

水汽加权平均温度的真值进行了计算，在此基础

上对利用Ｂｅｖｉｓ回归公式得到的水汽加权平均温

度的误差进行了分析。并对Ｂｅｖｉｓ公式进行了与

高度相关的改进，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１　犜犿的定义及其回归计算公式

天顶方向的水汽延迟ＺＷＤ可以定义为大气

湿折射率犖（狑）沿着天顶方向，从接收机所在的

高度到某一高度犎 的积分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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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ＷＤ＝１０
－６

∫
犎

ＡＮＴ
犖（狑）ｄ狕 （１）

式中，犖（狑）是大气中的水汽分压犲狑（ｍｂａｒ）和温

度犜（Ｋ）的函数，其表达式为：

犖（狑）＝犽′２犲狑／犜＋犽３犲狑／犜
２ （２）

其中，犽′２、犽３源于大气折射率犖 的表达式中的经

验系数，为常数。

大气中的可降水量ＰＷＶ可以理解为在天顶

方向，大气中的水汽在达到饱和时凝结成水全部

降落所产生的降水量［９］，可以表示为：

ＰＷＶ＝
１

ρ∫
犎

ＡＮＴ
ρ狑ｄ狕 （３）

式中，ρ为液态水的密度；ρ狑为沿天顶方向大气中

的水汽密度。

利用大气中水汽的理想气体定律，可以把

式（３）改写为沿着天顶方向的水汽分压犲狑和温度

犜 的函数
［１２］：

ＰＷＶ＝
１

ρ犚狏∫
犎

ＡＮＴ

犲狑
犜
ｄ狕 （４）

犚狏为水汽气体常数，取值为４６１．４９５Ｊ／（ｋｇ·Ｋ）。

天顶方向的可降水量和水汽延迟之比为比例

系数П，由式（１）和式（４）可得：

П ＝
ＰＷＶ

ＺＷＤ
＝

１０６

ρ犚狏［（犽３／犜犿）＋犽′２］
（５）

式中，犜犿即为水汽加权平均温度，定义式为
［４］：

犜犿 ＝∫
犎

ＡＮＴ

（犲狑／犜）ｄ狕／∫
犎

ＡＮＴ

（犲狑／犜
２）ｄ狕 （６）

　　地基ＧＰＳ技术应用于气象学的原理就是通

过转换系数П，将天顶湿延迟参数转换为大气的

可降水量参数。从式（５）可以看出，犜犿的确定是

计算转换系数П 的关键。由于水汽分压垂直分

布的不均匀性和随时间变化的复杂性，犜犿的值很

难精确求得，通常通过采用统计方法推出的犜犿相

对于测站表面温度犜狊的线性回归方式得到。其

中最常用的是Ｂｅｖｉｓ利用无线电探空数据推出的

适合中纬度地区（２７°Ｎ～６５°Ｎ）的线性回归公

式［４］：

犜犿 ＝７０．２＋０．７２犜狊 （７）

２　中国地区水汽加权平均温度犜犿

的精度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区８６个无线电探空站点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的探空数据，基于式（６），对各个站

点的大气加权平均温度犜犿进行了计算，得到加权

平均温度的真值 （记为犜犿）。同时，利用测站表

面的温度数据，根据Ｂｅｖｉｓ提供的回归公式（７），

也得到加权平均温度（记为犜犿犫）。下面对犜犿犫的

精度进行统计分析。

２．１　犜犿犫的精度与地理位置的关系

将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内８６个站点的犜犿犫值与真

值犜犿的差值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犜犿犫的误差均值

（即犜犿犫在各个测站的系统偏差），结果如插页Ⅱ

彩图１所示。从插页Ⅱ彩图１可以看出，在中国

的不同地区，犜犿犫的误差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

东北地区，其偏差较小，保持在±２Ｋ范围内；在

中国中部、东部沿海及西北地区，其偏差一般较

大，维持在－４Ｋ～－６Ｋ之间；而中国西部的几

个测站，其偏差约为６Ｋ～８Ｋ。因此，从整体上

来说，犜犿犫与犜犿相比，其值偏小，只有在中国西部

地区的几个测站，其值大于犜犿（从插页Ⅱ彩图１

可以看出，在这些点上，犜犿犫明显大于犜犿）。

另外，各个站点的犜犿犫的误差均值和测站高

度之间的依赖关系图如插页Ⅱ彩图２（ａ）所示。

从插页Ⅱ彩图２（ａ）可以看出，犜犿犫的偏差随着站

点高度的增加也在逐渐增加，两者之间存在着较

强的相关性。统计分析显示，两者之间的线性相

关系数达到０．８２３。当测站高度较低时，其偏差

为负值，即此时 犜犿犫＜犜犿；当测站高度大约在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时，其偏差基本上维持在０左右，

此时利用回归公式计算的结果的均值与真值相差

不大。当测站高度继续增加，其偏差又变为正值，

此时，犜犿犫＞犜犿（如中国西部地区的部分站点）。

２．２　与高度相关的偏差改正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利用回归公式得到的

水汽加权平均温度的精度与地理位置的关系主要

是通过各地海拔高度的不同体现出来的。当海拔

高度从几ｍ增加到几ｋｍ时，利用Ｂｅｖｉｓ回归公式

得到的水汽加权平均温度的偏差从－８Ｋ变到１０

Ｋ左右，且基本呈线性变化。根据上述关系，将测

站按不同的高度分类，并对不同高度段的犜犿犫的偏

差进行分析，在满足各个高度段系统偏差的平方和

最小的条件下，对其进行改正，其改正公式如下：

犜犿改进 ＝

犜犿犫＋５．１，犺＜２００ｍ

犜犿犫＋３．０，２００ｍ≤犺＜５００ｍ

犜犿犫＋２．１，５００ｍ≤犺＜１５００ｍ

犜犿犫，１５００ｍ≤犺＜３０００ｍ

犜犿犫－６．６，犺≥

烅

烄

烆 ３０００ｍ

（８）

　　改进后各个测站的误差均值的分布如插页Ⅱ

彩图２（ｂ）所示。从插页Ⅱ彩图２（ｂ）可以看出，通

过对测站高度影响的改正，各个测站的系统偏差

基本上以０为均值进行分布。表１列出了部分测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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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经过高度相关的偏差改正后的犜犿犫的误差均

值、均方根误差、最大、最小值。从表１可以看出，

在经过高度相关的偏差改正后，犜犿犫的误差均值较

小，大部分在－２Ｋ～２Ｋ之间；均方根误差一般

小于５Ｋ；误差的最大、最小值的绝对值一般在１０

Ｋ左右，最大的为１９．１Ｋ。下面对上述误差所引

起的可降水量的误差进行分析。

表１　部分测站的犜犿犫的误差分析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犜犿犫ａｔＳｏｍ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站名 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ｍ 误差均值／Ｋ 均方根误差／Ｋ 最小值／Ｋ 最大值／Ｋ

上海 １２１．４７ ３１．４０ ４ ＋１．５ ３．３ －１６．０ １９．１

武汉 １１４．１３ ３０．６２ ２３ ＋１．６ ２．９ －６．６ １２．０

桂林 １１０．３０ ２５．３３ １６６ －０．９ １．９ －７．０ ７．５

长春 １２５．２２ ４３．０９ ２３８ ＋１．９ ４．０ －７．１ １４．０

西安 １０８．９３ ３４．３０ ３９８ ＋０．３ ３．６ －１６．３ １３．９

恩施 １０９．４７ ３０．２８ ４５８ －１．８ ２．４ －８．５ ６．６

海南 １１９．７５ ４９．２２ ６１１ ＋０．９ ３．８ －９．４ １２．８

ａｌｔａｙ ８８．０８ ４７．７３ ７３７ －１．０ ３．２ －９．１ １１．２

ｙａｎａｎ １０９．５０ ３６．６０ ９５９ ＋１．１ ４．８ －９．５ １５．６

ｋｕｑａ ８２．９５ ４１．７２ １１００ －０．８ ３．３ －１０．６ １０．５

ｍｉｎｆｅｎｇ ８２．７７ ３７．０７ １４１０ ＋０．４ ４．４ －１１．８ １６．１

ｗｅｉｎｉｎｇ １０４．２８ ２６．８７ ２２３６ －２．７ ３．６ －９．８ ９．５

ｈｅｚｕｏ １０２．９０ ３４．９７ ２９１０ －０．３ ２．２ －６．８ ８．４

ｙｕｓｈｕ ９７．０２ ３３．０２ ３６８２ ＋０．２ ２．９ －６．９ ９．７

　　表２列出了转换系数П 随犜犿的变化关系。

可以看出，犜犿的值变化１０Ｋ，其所引起的П 的变

化约为０．００６。式（９）表示转换系数的误差和可

降水量误差的相关关系（此处不考虑由于天顶湿

延迟误差所引起的可降水量的误差）：

δＰＷＶ＝ＺＷＤ×δП （９）

　　由式（９）可知，在天顶湿延迟为几十 ｍｍ的

情况下，当犜犿的误差为１０Ｋ时，其所引起的可

降水量的误差只有亚 ｍｍ级，因此，根据以上分

析得到的犜犿犫的误差结果，在各个测站的误差偏

差在［－３Ｋ，３Ｋ］之间、均方根误差小于５Ｋ的

情况下，完全可以忽略某测站在计算天顶可降水

量时由于犜犿的误差所引起的可降水量误差。

表２　水汽加权平均温度犜犿 和转换系数

П 的依赖关系

Ｔａｂ．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犜犿ａｎｄП

犜犿 П 犜犿 П 犜犿 П

３００ ０．１７０９ ２７０ ０．１５４１ ２４０ ０．１３７２

２９０ ０．１６５３ ２６０ ０．１４８５

２８０ ０．１５９７ ２５０ ０．１４２８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对Ｂｅｖｉｓ回归公式得到的水汽加权

平均温度犜犿犫在中国地区部分测站的误差分析发

现，当在中国地区将地基ＧＰＳ技术应用于气象学

上的天顶可降水量的计算时，完全可以使用与测

站高度相关的误差改正后的Ｂｅｖｉｓ回归公式来计

算水汽加权平均温度，并能以很高的精度得到天

顶可降水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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